


因辦理 108 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課程停課一覽表

教學單位名稱 學士班 / 研究所考試 

音樂學系(含碩士班)
管絃與擊樂研究所
音樂學研究所
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
音樂學系博士班

■照常上課
  ※ 大學部入學考試：2月 23日(六)~2月 25日(一)。

日期 上課資訊 授課教師 備註

2月 22日(五) 「西洋音樂史專題」 車炎江

2月 25日(一) 「新音樂演奏實習」 林梅芳
 

  

 ※ 碩博士班招生考試：3月 8日(五)~3月 12日 (二)

日期 上課資訊 授課教師 備註

3月 8日(五)
除盧文雅老師「布拉姆斯專

題」停課，其他課程均正常

上課

「布拉姆斯專

題」停課

3月 9日(六)

專題－數字低音表達法 林麗卿 教室改至M2402

專題-1945 年後世界與臺灣

音樂的流動
沈雕龍 教室改至M2302

臺灣音樂史專題 李秀琴 教室改至M2306

專題－二十世紀音樂作品研

究
陳宜貞 教室改至M2302

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林嘉瑋 教室改至M2402

專題－創造力教學：音樂即

興
黃渼娟 教室改至M2306

3月 12日(二) 鋼鼓音樂 邦恩莎

■停課資訊如下：
※ 大學部入學考試： 2月 23日(六)~2月 25日(一)。

日期 停課資訊 備註

2月 22日(五)

下午

除車炎江老師「西洋音樂史

專題」課程以外，其他課程

均暫停上課

試場佈置

2月 22日(五)

下午
音樂學系、所停課 試場佈置

2月 25日(一)
除「新音樂演奏實習」課程以

外，其他課程均暫停上課

「新音樂演奏實習」學期初

面試

※ 碩博士班招生考試：3月 8日(五)~3月 12日 (二)

日期 停課資訊 授課教師 備註

3月 8日(五) 「布拉姆斯專題」 盧文雅

3月 11日(一) 音樂學系、所全日停課

3月 12日(二) 音樂學系邦恩莎老師「鋼鼓

音樂」正常上課，其他課程

均停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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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辦理 108 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課程停課一覽表

教學單位名稱 學士班 / 研究所考試 

傳統音樂學系(含碩士
班)

照常上課

美術學系
美術學系碩士班
藝術跨域研究所
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
美術學系博士班

 ■停課資訊如下：

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教室 大學/研究所

3/11 版畫創作Ⅱ 陳曉朋 一 5.6 F104 大學部

3/11 繪畫基礎 郭弘坤 一 7,8 F213 大學部

3/26 造形基礎 Ⅱ 王德瑜 二 5,6,7 F201 大學部

3/26 水墨創作I 陳介一 二 7,8 F203 大學部

3/28 藝術理論 王聖閎 四 10,11 F215 大學部

3/28 筆墨造形基礎Ⅱ 趙宇修 四 7,8 F203 大學部

3/29 大學部全部課程停課乙次 大學部

3/29
素描－動態人體

創作Ⅱ
葉竹盛 五 10,11,12 F211 研究所

3/29 水墨創作研習Ⅱ 趙宇修 五 2,3,4 F204 研究所

3/29 繪畫材質研習Ⅱ 蘇孟鴻 五 10,11,12 F103 研究所

戲劇學系

3      月      2  9      日(五)  
【大一】劇本分析Ⅱ-童偉格 

【大三】戲曲名著選讀-張啟豐

【大二】小說選讀-童偉格

4      月      1      日（一）  
【大一】劇本創作ⅠB-馬奎元 

【大一】技術劇場與實務 A 

【大三】多元文化表演藝術-石佩玉

【大二】劇本分析Ⅳ-姚海星

戲劇學系碩士班
戲劇學系博士班
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

照常上課

*若有特殊需求再自行公告

劇場設計學系(含碩士
班)

照常上課

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
舞蹈研究所

3      月      11      日(一)  
因碩博士班招生考試，系所所有課程停課。

3      月      21      日(四)、  3      月      22      日(五)  
因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制招生考試，系所所有課程停課。

3      月      2  9      日(五)  
因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士班招生考試，系所所有課程停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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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辦理 108 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課程停課一覽表

教學單位名稱 學士班 / 研究所考試 

電影創作學系

(含碩士班) 

一、電影系碩士班招生   3      月      9      日 (六)   

 照常上課。

二、學士班甲類招生   3      月      29      日(五) -   3      月      31      日(日)   

 換教室B401：

 學士班「歌舞劇進階」、「角色選角與分析」、「鏡頭表演II」

 換教室 K301：

 學士班「華語電影史II」、「紀錄片製作II」

三、學士班乙類招生   4      月      12      日(五) -   4      月      14      日(日)  

 換教室B401：

 學士班「歌舞劇進階」、「角色選角與分析」、「鏡頭表演II」

 換教室 K301：

 學士班「華語電影史II」、「紀錄片製作II」

新媒體藝術學系
(含碩士班)

4      月      11      日  (四)   

 學士班
1.新媒體劇場概論-周曼農(四 5.6)

2.基礎動畫-戴嘉明(四 7.8)

3.動畫裝置-張徐展(四 5.6)

4.實景投影-葉廷皓(四 7.8)

5.AE實務應用-李亦凡(四 9.10)

6.專題研討A-林俊吉/張暉明(四 5.6.7)

7.專題實作 A-林俊吉/張暉明(四 8.9.10)

8.專題研討 B-林書瑜/張永達(四 5.6.7)

9.專題實作B-林書瑜/張永達(四 8.9.10)

 碩士班
1.電腦視覺應用-孫士韋(四 2.3.4)

2.藝術駭客-王福瑞(四 5.6.7)

4      月      12      日  (五)     

 學士班

1.數位出版與印刷-詹明芳(五 3.4.5.6)

2.感測器實務-林書瑜(五 7.8)

3.動力藝術實務-林書瑜(五 4.5)

4.雲端物聯網建構實務-李奇璋(五 5.6.7)

5.媒體藝術畢業專題- 袁廣鳴/王福瑞/林俊吉(五 5.6.7)

6.媒體藝術畢業創作- 

       袁廣鳴/王福瑞/林俊吉(五 8.9.10)

7.媒體科技畢業專題- 

        魏德樂/孫士韋/王連晟(五 5.6.7)

8.媒體科技畢業創作- 

       魏德樂/孫士韋/王連晟(五 8.9.10)

9.媒體設計畢業專題- 

        王俊傑/戴嘉明/黃裕雄(五 5.6.7)

10.媒體設計畢業創作- 

       王俊傑/戴嘉明/黃裕雄(五 8.9.10)

 碩士班
1.虛擬實境應用與創作-魏德樂(五 2.3.4)

2.當代藝術論-戴麗卿(五 5.6.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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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辦理 108 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課程停課一覽表

教學單位名稱 學士班 / 研究所考試 

動畫學系

  3月 29日(五)全日停課：

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

3/29 圖象插畫 徐永玲

3/29 動態影像 趙瞬文

3/29 2D角色動畫I 陳健群

3/29 聯合工坊 II(傳統) 葉安德

3/29 聯合工坊 II(電腦) 康進和

3/29 聯合工坊 II(實驗) 林大偉

3/29 特效合成 黃子青

師資培育中心 照常上課

通識教育中心、體育室

3      月      8      日(五)     
藝術鑑賞（新媒體藝術） /黃裕雄

藝術鑑賞（戲劇）B  /張佳棻

藝術鑑賞（建築）  /黃士娟

藝術與數位文創之智慧財產權/葉斯偉

韓文（一）A  /朴炳善

藝術鑑賞（舞蹈） /陳代樾

藝術鑑賞（動畫） /陳健群

藝術鑑賞（音樂） /陳立立

藝術鑑賞（美術） /周  偉

藝術鑑賞（戲劇）A  /林佑貞

台灣歌謠與文化  /簡上仁

潛能開發與生命財富  /林永志

藍染越界  /江明親

韓文（一）B  /朴炳善

義大利文基礎會話(三)  /圖莉

人類學與藝術實踐   /思嘎亞.曦谷

不只是山海：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  /馬翊航

台灣前途與中國因素  /張娟芬

英檢─聽力   /闕郁軒

義大利文基礎會話(一)  /圖莉

國際藝術網絡跨越學習  /魏心怡

創作的社會心理學  /李明璁

英檢─閱讀  /闕郁軒

義大利文基礎會話(二)  /圖莉

3      月      13      日(三)     
經典導讀─當代華語經典選讀/吳懷晨

媒體素養與溝通表達  /王盈勛

書寫與性別  /張娟芬

通識核心:思想與影像  /吳懷晨

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
碩士班

3      月      8      日(五)  
日常生活觀察與書寫-于國華老師

(師生另行商議上課時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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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辦理 108 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課程停課一覽表

教學單位名稱 學士班 / 研究所考試 

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

3      月      8      日(五)   2-4      節  ：
藝術評論與策展（廖仁義老師）

3      月      8      日(五)   5-6      節  ：
保存科學概論（岩素芬老師）

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
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
碩士在職專班

3      月      8      日(五)     全天  
視覺與人文專題(碩士班)-吳岱融老師

視覺與人文專題(在職班)-吳岱融老師

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照常上課

文化產業國際藝術碩士
學位學程

照常上課

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
士班

照常上課

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
士學位學程

照常上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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